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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种类 所标尺寸 实测直径 实测折算为寸 实测折算为英寸

85度C的双桃布丁 8寸 19厘米 5.7寸 7.9英寸
元祖的抹茶慕斯 6寸 15厘米 4.5寸 5.9英寸
马哥孛罗的梦巴黎 8寸 20厘米 6寸 7.9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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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尺寸 三大品牌都不足寸
市场上蛋糕的实际大小和标签

上的尺寸到底差多少，记者挑选了
三家面包房的蛋糕进行测量（ 测量
结果如下表所示）。记者将测量结果
分别换算成“ 寸”和“ 英寸”，从结
果来看，蛋糕标签上的直径实际上
更接近英寸。

看标签 标“ 寸”的居多
记者还走访了沪上其他七家连

锁蛋糕房观察其蛋糕的商品标签，
结果发现，各店蛋糕尺寸的标签可
谓五花八门。

第一种是“ 尺寸+价格”，如四
平路上新侨面包房，一款黑森林蛋
糕的商品标签上标注着“ 8寸∕168
元，10寸∕228元，12寸∕278元”；新
市北路上的元祖、吴江路上的早安
巴黎也采用类似标签。

第二种是“ 尺寸+配料”，如陕
西北路北京西路口的85度C，双桃布
丁蛋糕标签上写有“ 8寸”，并注明

配料中含有黄桃、猕猴桃等。
第三种是“ 尺寸数值+特殊符

号”，如五角场百联B1层的可颂坊、
南京西路石门一路路口的马哥孛罗
以及吴江路上的莉莲等都在数字后
加上两撇，表示“ 寸”的概念。

从此次调查看，来福士广场内
的面包新语是唯一一家在标签上使
用“ 英寸”标示蛋糕大小的商家。

即使是同一品牌，在不同门店
的蛋糕标签也有不同，五角场食品
一店内的宜芝多有一半左右的标签
在蛋糕名称后标出尺寸，如“ 宜芝多
秘制蛋糕（ 6寸）”，其他则在数字后
加上“ #”号代替寸的概念，如“ 6#
黑森林”。而宜芝多南京西路二店的
标签就仅有“ 6#黑森林”这一种样
式。泰兴路上克莉斯汀的标签上有
直径为多少厘米，但漕平路门店则
只标示了“ 6寸”或“ 8寸”。另外，很
多门店蛋糕标签是手写的，不同的
人写法不同，如南京西路石门一路
路口的马哥孛罗，记者两天前往看
到的标签分别为“ 寸”和“ #”。

问店员 分不清寸和英寸
“ 这到底是寸还是英寸，我们也

不知道，从开店开始就用的这种标
签，也没遇到过顾客对此表示疑
问。”吴江路上85度C的店员表示，
一般都是根据人数给顾客推荐蛋糕
的，6寸、8寸在店员眼中意味着适合
4人或6人食用，具体多大并不清楚，
当记者提出“ 蛋糕看上去有点小”
的疑惑时，店员给出了“ 蛋糕是按底
盘尺寸衡量”的说法。

宜芝多、早安巴黎、元祖、莉莲、
马 哥 孛 罗 等 面 包 房 的 店 员 对“ 6
寸”、“ 8#” 等标签内容也给不出一
个准确的答案，面对“ 究竟是寸还是
英寸”的问题，答案不是“ 我不知
道”就是“ 6寸就是6寸”。

记者随后又拨打了部分面包房
的客服热线咨询该问题，元祖客服
在犹豫了一下后表示，店内标签上
写的寸实际上表示的是英寸，可颂
坊称是市寸，85度客服则表示不是
很清楚。

按国标应标重量
做到的商家很少

2004年出台的国标《 预包装食
品标签通则》，已经于去年推出了
2011版，并将于本月20日实施。无论
新旧哪个版本，其中都规定，固态食
品、半固态或黏性食品，要以直接体
现质量和体积的克、千克，毫升、升为
计量单位进行标示。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红宝
石、元祖、克莉斯汀、面包新语以及部
分使用商场统一标签的门店（ 如五
角场食品一店的宜芝多）外，其他面
包房都没有在标签上注明蛋糕的具
体重量，有些品牌还提供在线销售服
务，如元祖和85度C，但在网站的商
品介绍中也没有商品重量的信息。

在上海地区仅通过网络销售的
“ 21客”以“ 磅”表示蛋糕重量，但
“ 磅”也不是我国法定单位，如此操

作也有不规范之处。

在大多数面包店或西点房，蛋
糕的大小都是以“ 寸”来表示的，多
数消费者会认为这表示“ 市寸”，实
际上所有商家都是以“ 英寸”为标
准进行生产，两个单位的长度其实
有着不小的差距，按此折算成蛋糕
的面积和体积，差距还会更大。与此
同时，无论是2004版还是2011版即
将于4月20日实施的《 预包装食品标
签通则》国标中都规定，固态食品、
半固态或黏性食品，要以直接体现
质量和体积的克、千克，毫升、升为
计量单位进行标示。记者日前对沪
上10个蛋糕品牌进行了调查，目前
市场上很多销售蛋糕的商家都没有
达到这个标准。

本报记者 陈臻 实习生 周胜洁

》读者投诉

用尺量才发现蛋糕“ 缩水”
“ 寸”究竟是英寸还是市寸

白领陈先生近日购买了一个10
寸的鲜奶蛋糕，打开盒子后发现有
些小，陈先生用卷尺量了一下蛋糕
的尺寸，结果发现，最大直径也只有
26厘米左右。“ 我查了一下换算表，
发现1寸应该有3.33厘米，那10寸的
蛋糕直径就该有33.3厘米，28厘米其
实连8寸都不到。”随后，陈先生又把
厘米换算成英寸，按“ 1英寸=2.54厘
米”的比例，蛋糕10英寸的直径倒算
得上是“ 及格”。

上周末，记者在五角场食品一店
随机采访了几位路人，市民赵先生对
此一脸茫然，“ 总感觉蛋糕几寸是个
比较虚的概念，告诉店员几个人吃，
他们就会推荐一个合适的大小，到底
有多大没注意过。”市民张阿姨则表
示自己发现不同品牌的蛋糕虽然标
的尺寸相同，实际大小却有出入，至
于这个“ 寸”究竟是英寸还是市寸，
所有受访者都表示，这应该和表示衣
服大小的“ 寸”是一个意思，也就是
市寸。

使用不同单位做出来的蛋糕大
小会差多少？以6寸为例，如果是市
寸，蛋糕半径为9.99厘米，截面面积
约316平方厘米，如果是英寸，半径
只有7.62厘米，截面面积182平方厘
米，还不到前者的六成。

》记者调查

商家要做到
明“ 码”标价

上海市消费者保护委员会法研
部主任唐健盛表示，蛋糕尺寸一般
都默认为英寸，“ 蛋糕是舶来品，一
些商业惯例也跟着一起沿用。”但唐
健盛指出，蛋糕只标尺寸是不够的，

“ 都说明码标价，码就是分量，只写
尺寸不标重量，不符合规定。”他指
出，明码标价是商家的基础义务，是
基本该做的，“ 标注了尺寸与重量，
有了具体客观的标准，蛋糕的尺寸
被随意缩减的概率会大大降低。”

唐健盛告诉记者，如果标签上未
明码标价，可能造成两个后果，第一，
消费者无法进行比较，“ 蛋糕是立体
的，只标明尺寸，大小高度总有差异，
消费者对现在与过去的商品无法比
较，也没法在各个商家间比较。”第
二，消费者无法监督，“ 尺寸只反映
直观的大小，奶油、水果点缀等放多
放少在尺寸上很难体现，只有在重量
上才有直观反映。若商家不写明重
量，在短斤缺两时，消费者只按照尺
寸不能依法维权。”

同时，唐健盛也提醒，如果只写
克数，不写尺寸，也不合适，不合交易
惯例。只有标上尺寸、重量与蛋糕直
径，消费者的权益才能得到维护。”

》专家说法

南京西路石门一路口的马哥孛罗，用“ 8#”来标示蛋糕的尺寸。 本报见习记者 丁嘉 摄

侬“ 模子”原来没介大
蛋糕，你骗了我们好多年
口口声声是寸 实际按英寸生产 标重量的还很少

本报记者实测部分蛋糕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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